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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dustrialization of college sports facilities is a crucial problem that should be solved in 
Post-Olympic Era. College sports facilities should be open to the public to solve the following problems: to 
relieve the scarcity of sports facilities; to favor the development on mass sports; to be aware of the character-
istic of college sports resources; to clea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ollege sports resources and the devel-
opment on mass sports; to strengthen the awareness on establishment of the society with its resources shared 
by the public; to service the public with the abundant resources in college; to establish a new cultural com-
munity of the public and the colle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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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校体育设施产业化是后奥运时代的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高校体育设施向社会开放，可以

有效缓解现有体育设施不足，有利于发展大众体育，认知高校体育资源的特点和属性，明确高校体育

资源与大众体育发展之间的联系，从建立共享社会的角度提高认识，使高校丰富的体育资源服务于大

众体育，大众与高校形成新的文化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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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体育行政管理部门习惯于把体育事业划分为

竞技体育、大众体育、体育产业等几大部分。大众体

育，亦称群众体育、社会体育，是指厂矿、企业、事

业的职工、城镇居民和农村农民为了达到健身、健美、

娱乐、医疗的目的，而进行的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

体育活动。[1]大众体育对于社会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

作用，既是现代社会的组成部分和重要标志，也是社

会走向现代化的重要推动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积

极改革体育体制，为实现体育资源共享提高体育资源

的使用效率，20世纪90年代中期颁布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体育法》、《全民建设计划纲要》都对现有体育

设施向社会开放做出明确规定。[2] 

目前我国城市的体育设施还远远不能达到广泛开

展大众体育活动的要求。在2005年我国“第五次全国体

育场地普查数据”中可看出,当前我国拥有的约850080

多个体育场地中,教育系统有558044个,占全国体育场

地总数的65.6% 。[3] 高校体育资源可以在大型比赛中

承担重要的作用，比如，北京奥运会举办赛事场馆中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承办摔跤比赛， 北京科技大学体

育馆承办柔道和跆拳道比赛， 北京大学体育馆承办乒

乓球比赛等等。如何充分利用高校体育资源发展大众

体育的问题就摆在我们面前。因此，我们应该认知高

校体育资源的特点和属性，明确高校体育资源与大众

体育发展之间的联系，从建立共享社会的角度提高认

识，使高校丰富的体育资源服务于大众体育，大众与

高校形成新的文化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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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高校体育资源现状分析 

1.1 高校体育场地设施资源第五次全国体育场地

普查第四次全国体育场地普查数据显示, 现有615693

个体育场地, 其中学校系统有413583个,占全国体育场

地总数67.17%。 尤其是各高等院校的场地设施状况

更为良好。目前我国有高校1000多所,各种体育场馆数

有12762个,占全国体育场馆总数的20.73% ,其中体育

场178个, 体育场馆(房) 1347个,各种训练场10384个。
[4]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如此丰富的高校体育场地设施

资源, 除平时教学训练使用外,并没有充分、有效地开

放利用, 部分场馆设施在周末和假期基本闲置,即使是

平时上课,有些高校的场地设施也未得到充分利用, 这

与社区公共体育场地设施匮乏形成鲜明对比。 

1.2 高校体育人才资源 

我国目前高校1000多所, 高校中有体育学院75个, 

体育系200多个, 体育教师2万多人,他们大多接受过正

规的体育教育,具有较强的体育能力、组织能力,合理的

体育知识结构和丰富的体育专业经验,这些丰富的人

力资源将成为指导社区群众体育健身,促进大众体育

发展的主力军。体育指导员的数量和水平的高低直接

影响到能否有效组织和科学指导大众体育活动的开

展。目前,按照我国参加体育锻炼的人口比例推算,全国

至少应有社会体育指导员2312万人,但是我国城市基

层社区中还没有配备专职体育指导员, 体育指导员都

是业余兼职的, 从体育爱好者中产生的。现有的社会

体育指导员仅6万人,并且现有社会体育指导员文化程

度偏低,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只占20.19 %,其中学

过体育专业的仅占6.13%。[5] 

1.3 高校体育科研和信息资源 

高等院校拥有众多的专家、学者,他们具有丰富的

学科知识,丰硕的体育科研成果,广泛的体育信息,所以

应充分发挥高校体育科研、信息资源优势, 积极探索

适应不同社会群体的科学健身方法,科学地组合不同

类型的健身内容,开发并推广成本低、简便易用的群众

健身器材,积极开展群众体质健康调查研究,成立专门

的全民信息服务机构,为大众体育发展提供丰富的科

研信息资源。 

2 学校体育资源的属性和特点 

2.1 学校体育资源的专属性和公共性 

与其他国家比较而言，我国的学校系统具有较高

的公共性。但是长期以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学校公共

性特征却没有表现出来，其主要原因是由于以条块分

割为标志的、部门所有的办学体制和管理机制导致学

校资源具有浓厚的专属性。使学校自成体系，封闭办

学。由于条块分割，既由“部门”设立学校并对该学校

享有资源的支配权和使用权；设立者只对特定的群体

负责，使受教育的对象有着明确的指向性，其他“部门”

及其对象很难以利用其教育资源。因而，学校的公共

性实际表现为部门专属性，是相当有限的公共性。 

由于学校不具备其他社会机构和社会成员利用其

资源的制度和机制，学校缺乏允许社会利用其体育资

源的共享意识和服务体制，学校的隶属关系和特定的

功能，是有限的体育设施仅为体育教学服务，从这个

意义上说，学校应属特权机构。学校的公共性得不到

充分体现，降低了学校体育资源的效益。在学校体育

资源处于封闭状态下，学校体育资源的共享很难实现。 

2.2 高校体育资源的特点 

目前，高校体育资源具备以下几方面的特点：一、

高校体育资源比较先进完备，部分重点院校的设施甚

至符合国际一流标准；由于主要面向高校师生，设施

的特点符合成人开展体育活动的需求。二、近几年许

多高校拓展校区，新校区多在城市郊区，从而形成了

新的文化色彩较浓的社区，这些体育设施多分布在社

区中心或城市文化区域的节点，对周围有较广的覆盖

面和较强的辐射力。三、在设施管理和使用方面，学

生和社区居民使用的时间不一致，可以错峰，并不相

突；功能多样化，具有锻炼性、休闲性和娱乐性，能

满足大众体育的需求，同时与城市大规模的体育中心

互相补充。因此高校体育设施具备向社会开放，缓解

现有体育设施不足的条件。 

但是据了解，高校体育设施实现社会共享的工作

阻力较大，进展不快，至今只有北京和深圳少数几个

发达城市下发了有关学校体育设施对外开放的相关办

法。这主要是认识上不到位，多考虑自身在管理和安

全性资金上的困难，不能从建立和谐社会，建立共享

社会的角度来认识问题。 

3 高校体育产业化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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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时代的需要 

有些人认为高等院校是教育的功能单位,其本质

是培养对社会有用的人,高等院校发展产业容易偏离

教育的轨道,最终与教育的目标背道而驰。其实不然,

从教育的本质来讲,高等教育培养出来的未必都是对

社会有用的人,没经过高等院校学习的人未必不是社

会的有用之才,关键是我们如何理解高等教育。教育部

提出的“素质教育”、“深化教育改革”等指导思想,就是

想改变以往的教育观念和方式,培养与社会发展相适

应的人才。高等院校如果不利用自己本身的资源优势,

创造出一定的经济效益和价值,将很难培养出来理论

和实践相结合、有创新能力的人才。 

3.2 体制改革的要求 

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逐步转变,高校的纯

行政管理模式也将被打破,产业化将成为高等院校生

存和发展的必然。目前,国家财政对高等院校的拔款越

来越少,高等院校只有通过扩大办学规模来自我发展,

学费成为其主要的经济来源。有些院校生源充足,但一

些院校却生源缺,办学经费紧张,如果不利用高校自身

的现有资源优势,向产业化方向发展,以此拓宽收入渠

道,必将在激烈的竞争中被淘汰。在学校与社会之间互

动的过程中,既满足了社会公众终身体育的需求,也扩

大学校在社会,特别是在地方的影响,提升学校的知名

度,这将对高校自身的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6] 

3.3 贯彻落实《全民健身计划纲要》 

大多数高校都建有标准的体育场馆,配备了大量

的体育设备和器材,除了满足教学需要外,多时候都闲

置着,而社会上喜爱健身娱乐的人员却往往因为没有

好去处而无可奈何。这种需矛盾不仅造成了资源的浪

费,而且不利于全民健身计划的推广和实施。莫不如充

分利用闲置的场馆和设备,适当的收取一些费用,给有

健身需求的人提供便利条件,这样既可以在发挥体育

场馆的作用的基础上增加些收入,改善办学条件,达到

以场馆养场馆的目的,又可以贯彻实施《全民健身计划

纲要》,推动全民健身运动的全面开展。 

4 大众体育在整合学校体育资源中的优势和

作用 

为保障大众体育体系的建立和发展，使有限的体

育资源被充分地利用，目前还需做两项工作。一方面，

需要通过制定政策、法律、制度和相应的措施，改变

学校有限体育资源被学校封闭使用的状况，鼓励学校

体育资源向社会开放，提高学校体育资源的利用效率，

推动学校体育资源的社会共享；另一方面，政府和教

育主管部门在制定体育改革和发展规划时，应充分考

虑如何使资源有效地服务于社会，同时也服务于学生。

在我国经济建设需要大量资金，而供给相对不足的条

件下，有限的经费投入追求最大的产出是一个基本原

则。利用现有的学校体育资源，尽可能多的为社会体

育发展创造条件，既符合我国国情，又有利于社会体

育发展学校体育资源具有资产专用性的特征。这种资

产使用的效率不高时，将丧失其部分使用价值，而无

法改作他用。资产的专用性越高用行政机制进行协调

其交易成本会越少。因而，社会体育在整合学校体育

资源时，可有效地减少交易成本，使资源作用得以充

分发挥。而社会体育因其自身的特点为学校体育资源

利用提供了庞大的使用群体，充分利用闲置的场馆和

设备,适当的收取一些费用,给有健身需求的人提供便

利条件,这样既可以在发挥体育场馆的作用的基础上

增加些收入,改善办学条件,达到以场馆养场馆的目的,

又可以贯彻实施《全民健身计划纲要》,推动全民健身

运动的全面开展。 

5 结论 

在全民健身的热潮中，随着国民体育意识的不断

加强和对体育场地要求的提高，按照目前我国的国情，

还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投入大量资金建设更多的体育场

地设施满足如此庞大的人口群的体育需求。因此必须

探索一条挖掘现有场地设施潜力为社会服务之路，使

学校体育资源在保证正常教学的前提下，有计划，有

步骤，有组织地向社会开放。我国的学校相对封闭。

不仅场地设施资源大有挖掘的潜力，体育专业人才的

知识资源也相当多的被闲置，然而学校一旦和社会融

为一体，所发挥的作用将极大推动社会体育发展。因

此，充分发挥现有体育资源的潜力，实现大众对学校

体育资源的利用，促进大众体育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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